
小学常见问题回答 2015-16 

 

关于午餐 
 

问. 怎样送午餐及课堂小点给子女? 

答. 午餐及课堂小点应分开包装，可分别放在午餐盒或啡色三文治纸袋里。 

很多小朋友午餐会放在午餐盒，课堂小点则用啡色三文治纸袋，全部均需要

写上小朋在名字。 
 

问. 什么是时侯是午餐时间? 

答. 午餐时间分班级进行，幼稚园及小一午餐时间是在 11:25 分。 
 

问. 午餐有什么选择? 

答. Syosset 小学部是没有校内餐厅，因此家长可每天送午餐到学校或选择家

长会协助供应的午餐。 
 

问. 什么是家长会协助供应的午餐? 

答. 家长会会安排本地食店提供折扣午餐，由义工家长负责安挂及派发。 
 

问. 家长会协助供应的午餐费用为多少? 

答. 午餐可用现金购买，费用大约由$2 至$5。 
 

问. 学校有没有饮用水供应? 

答. 大部份学校有提供饮水器，部份课室有饮水器提供。如学校没有饮水器，

在严热夏天，建议家长每天预备 1-2 瓶水给小朋友。 
 

问. 有食物过敏的小朋友家长应该怎么做? 

答. 首先家长应填写医疗表格交给校内护士，家表可亲身及致电校内护士相

量小朋友的特殊情况，家长亦应提醒各班老师有关小朋友的敏感情况，在校

派发小点时或有庆祝活动时可通知家长预备特别小点给小朋友。 
 

 

 

 



关于交通 
 

问. 如果我的小朋友错过了早上的校巴服务，我在学校该怎样放下小朋友? 

答. 如果家长在 9:15 上课前到达学校，你可将车停在停车场，然后带小朋友

行到前门入学校。如果家长在 9:15 上课后才到达学校，你需要到大堂帮小朋

友签到。请紧记学校前环绕圈在早上 8:45 前及下午 3:00 后均不能进入。 
 

问. 如果早上校车没有来，我应该怎样做？ 

答. 不要打电话给学校。该打电话 631-271-8995 给运输公司「Huntington 

Coach」。那些工作人员可以告诉你关于你校车的资料。跟据他们提供的资

料，你可以决定应该继续等或者自己带学生回校。 
 

问. 如果我要提早把我的孩子从学校接出来，我应该怎样做？ 

答. 你应该先通知学校跟他们说明你要什么时间把孩子接走并提供监护人的

资料。到了指定时间后，请在学校的大堂等候校务处员工把他们叫出来。仅

记要先签名才可以离开。你最迟可以在两点五十分前申请把孩子提早接走。

过了两点五十分以后你的孩子会被当成 Walker，要在三点十五分后才可接走。 
 

问. Walker 是什么，是怎样运作的？ 

答. Walker 的意思是一个留在学校整天但不乘坐校车回家的学生。如果要接

走是 Walker 的学生，你要先告诉老师。学校会在三点十五分让所有 Walker

学生从停车场的一个门口离开。家长应该停车在那个停车场然后到门口把学

生接走。 
 

问. 谁负责监督 Walker 学生离开，还会有什么保安担保学生的安全？ 

答. 会有老师负责把 Walker 学生带出来。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人来接那位

学生，负责的老师就会把他或她带回校务处打电话给家人。然后会有人陪着

那位学生直到有人来把他或她接走。 
 

问. 如果校巴到达我家而我不在，小朋友会怎样? 

 答. 如果校巴到达你家，幼稚园小朋友是一定要有家长/成人接才可离开校巴，

如没有成人接，校巴司机将会先送其他小朋友，最后站再回到你住处，如果



你还未到达家，那校巴司机会将小朋友送返学校，学校会致电你或紧急联络

人，你需亲自到学校接回小朋友。 
 

问：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坐校车回家怎么办？我除了紧张外应该做些什么？ 

答.首先联络学校。如果你的孩子错过了校车，他们通常会被送去办公室。如

果他们不在那里，你需要联络校车公司。他们会知道你孩子的校车车号。 
 

关于学校 
 

问. 如果我的儿女生病了去不了学校，我需要通知学校吗？ 

答. 需要，你必须在早上先打电话给学校跟校方表明你的孩子不能回学校上

课。 
 

问. 什么是发明大会/科学展览? 年龄小的小朋友可以参加吗? 

 答. 发明大会/科学展览是开放给各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可按兴趣选择发明或

处理一个科学实验。学校及家长有机会在发明大会/科学展览看到小朋友的发

明与科学实验。详细有关申请通知约在秋季尾派发给小朋友带回家。 

 

问：什么是 Curriculum Night (课程之夜) ？ 

答. 课程之夜时，家长们可以去学校观看孩子们在他们的班级里所作的展示。 
 

问: 什么是 Project Beyond? 它从几年级开始？孩子们如何被选入这个先进的

项目？ 

答. Project Beyond 从三年级到 7 年级。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你学校的

校长。 
 

问: 什么是 SCOPE 项目？需要多少钱？ 

答. SCOPE 项目是为学区内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孩子提供的学龄儿童看护项目。

该项目坐落于三所小学内，但服务于学区内所有小学及初中六年级学生。家

长们以学费的方式支付该项目运转所需的成本。SCOPE 项目提供的看护服务

从上学日的 7:15am 到上课前，3:15pm 到 6:30pm.  目前已经注册 SCOPE 的家

庭可以额外付费享受小学上半天学后的儿童看护服务。更多信息和注册材料



的索取，请联络项目总监 Josephine Giuffrida, 电话：364-5631。总监办公室位

于 Village 小学内。 
 

问：孩子几年级开始可以学习乐器？ 

答. 乐器的教学从三年级开始。管乐及合唱团从四年级开始。你可以租赁乐

器设备或自购。学校会提供必要的信息。 
 

问：小学教外语吗？如果教的话，是哪些外语？如何教授？ 

答. 外语的介绍及教学从幼儿园开始。有几种不同的外语在不同的学校间轮

流教授。 
 

问：有没有多元文化日的庆祝活动？这是学校的活动还是 PTA 组织的活动？ 

答. 每所学校都有一个由 PTA 赞助的多元文化日庆祝活动。我们鼓励所有家

庭参与并分享他们的文化。 
 

问：“班级妈妈”是做什么的？ 

答. 班级妈妈们每个学年伊始经选举产生。她们在学校出游活动时看护孩子

们，并帮助老师协调班级的派对。 
 

关于老师的联络 
 

问. 什么情况下需写便条通知学校? 

 答. 以下情况需写便条通知学校: 早接；放学后不乘校巴；你的小朋友跟其他

小朋友回家及乘坐不同校巴；其他小朋友跟你小朋友一起坐校巴；生病后回

校；如你有其他疑问也可以便条通知学校。 
 

问. 请问最好是用什么方法跟老师联络? 

 答. 一般事情，你可写便条通知老师，将便条放在小朋友的功课夹内，最好

是放在功课面, 那老师便可容易看到。如有重要事情，可在上课前、下课后

致电老师。每位老师都有电邮，电邮是用老师的名字的首字母加姓氏跟着

@syossetschool.com 例如: Kim Smith 电邮是: ksmith@syossetschools.com 
 

 

 

mailto:ksmith@syossetschools.com


关于家教会 
 

问. 请问怎样送物件或信件到家教会(PTA) 邮箱? 

答. 将邮件放入信封，写上「PTA Mailbox」，放入小朋友背包，老师会收集

并同日放入家教会邮箱。 

   

问. 家教会会议是何时进行? 

答. 家教会会议全年的时间表可在 Syosset 区日历内找到，此区日历在 8 月时

已寄出到每个家庭，日历内有注明家教会会议日时间。会议通常定在每月的

第一个星期的其中一个周日晚上，时间约为 8 时开始，会议长约一小时。 
 

问. 怎样参与家教会工作? 

 答. 家表可加入自愿服务成为委员会委员，只需要在学期开始时填写一份家

教会委员申请表。如收到学校要请自愿服务者，家长可直接回覆学校报名或

直接至电家教会主席报名，所有委员会委员及主席等都可在学校目录内找到。 
 

问. 什么是「映像反射」? 年龄小的小朋友可以参加吗? 

 答. 「映像反射」是家教会资助的一个主题比赛，内容环绕美术、文学、音

乐及摄影。这个比赛是任何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的。小朋友用年级分小

组 K-2 与 3-5 。详细资料包括本年度的主题及要求的通知约在秋季尾派发给

小朋友带回家。所有比赛得奖者将会参加颁奖礼，得奖者将可继续进级到

Nassau 县比赛，或有机会进级州比赛及全国性比赛。 
 

问. 什么是「PARP」? 

答. 「PARP」意思是家长为子女阅读伙伴。这是一个为期两星期的阅读计划。

每年都有不用的主题，活动在家进行，主要是鼓励家长于子女一起阅读。 
 

问: 我为什么要加入 PTA（家委会）？ 

答. 只有成为 PTA（家委会）会员才能参加 PTA 组织的活动，比如作为班

级家长参加学校的出游。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到我们积极参与学校的活动

很重要。要加入 PTA，你需要填写会员申请表后提交并缴纳会员费。会

员费将用于资助 PTA 的活动及学校的教育项目。你的会员资格也意味着

使你成为世界最大的儿童倡议组织的成员。加入 PTA 使你成为纽约州

PTA 及全国 PTA 的成员之一。 



 

问: 什么是 SEPTA？ 

答.特殊教育家委会(SEPTA)为 Syosset 学区有残障的孩子及家庭而服务。

在这里，家长和老师可以就各种项目、资助、不断变化的州及联邦法律

交换信息，并对会员们所面对的适应、成长及发展的各种问题相互帮助。 
 

关于家长联络 
 

问. 我怎样可以跟其他家长联络? 

 答. 学校指南名录中, 记录了每位学生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巴士编号及

父母姓名。学校指南名录是家教会资助编印，约在秋季发送给小朋友带回家。

学期开始时，家长还会收老师派发一份班级资料。但是，因老师不能在班级

资料中显示电话号码，因此如有需要联络其他家长，可以写便条给老师放在

其他学生的功课夹内给其他家长联络你。 
 

其他 
 

问. 小朋友应该在什么时侯穿运动鞋? 

答. 在运动堂时，所有小朋友都应该穿运动鞋。还有如果小朋友想用游乐场

设备, 都必需穿着运动鞋。 

 

问. 什么是 Syosset 康乐课程? 

答. 在冬天的时侯，下课后，Syosset 康乐课程会提供美术及体育班给小朋友，

这课程大约是 10 星期由 1 月至 3 月，在学校上课由下午 3:15 至 5:00。小朋

友用年级分小组 ( K-2 与 3-5 )。详细有关申请通知会派发给小朋友带回家。 

 

 


